
蘇狄雄蘇狄雄畢業真畢業真叻叻仔仔

冠：③喜 萬 家 賴維銘 W：115.50 P：30.00
亞：⑦勝在分秒 馬偉昌 P：16.00
季：⑨樂 融 融 杜利萊 P：18.00
殿：⑩勝利大將 梁家俊
連贏：③⑦236.50 位置Q：③⑦78.00 三重彩：③⑦⑨ 2,152.00

③⑨91.50 單 T：③⑦⑨ 272.00
⑦⑨44.00 四連環：③⑦⑨⑩449.00

時間： 0.57.17
冠軍勝亞軍：馬頸位 亞軍勝季軍：馬頭位

冠：⑩好 好 運 鄭雨滇 W：87.00 P：31.00
亞：⑦京城精英 賴維銘 P：19.00
季：③日月霸王 薛寶力 P：33.00
殿：①怡情養勝 杜利萊
連贏：⑦⑩216.00 位置Q：⑦⑩ 82.00 三重彩：⑩⑦③ 4,946.00

③⑩124.00 單 T：③⑦⑩ 729.00
③⑦ 90.00 四連環：①③⑦⑩801.00

時間： 1.41.38
冠軍勝亞軍：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⑦叻 先 生 蘇狄雄 W：30.50 P：13.50
亞：咁 都 得 王志偉 P：66.00
季：②神奇飛龍 杜利萊 P：23.50
殿：飛躍之鋒 梁家俊
連贏：⑦363.00 位置Q：⑦122.00 三重彩：⑦② 4,965.00

②⑦ 53.50 單 T：②⑦ 900.00
②304.00 四連環：②⑦1,220.00

時間： 1.10.75
冠軍勝亞軍： 1馬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冠：②太 奇 妙 普萊西 W：98.00 P： 32.00
亞：④駿馬精英 馬偉昌 P： 30.00
季：①金添好運 賴維銘 P：107.00
殿：③家傳碧玉 鄭雨滇
連贏：②④665.00 位置Q：②④169.50 三重彩：②④① 48,747.00

①②682.50 單 T：①②④ 8,113.00
①④661.00 四連環：①②③④3,383.00

時間： 1.40.50
冠軍勝亞軍： 1/2馬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冠：重 量 級 普萊西 W：102.00 P：31.50
亞：錢程萬里 鄭雨滇 P：26.50
季：⑤財 源 來 勞愛德 P：27.50
殿：⑦傲 闖 柏 寶
連贏：293.50 位置Q：106.50 三重彩：⑤ 5,494.00

⑤137.00 單 T：⑤ 951.00
⑤137.00 四連環：⑤⑦1,524.00

時間： 1.40.47
冠軍勝亞軍：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冠：⑥幸福滿滿 馬偉昌 W：60.50 P：20.00
亞：②江山如畫 王志偉 P：61.00
季：①搏 得 分 楊明綸 P：38.00
季：④東成西就 柏 寶 P：10.10
連贏：②⑥864.00 位置Q：②⑥243.00 三重彩：⑥②① 8,781.00

①⑥123.00 三重彩：⑥②④ 3,874.00
④⑥ 24.00 單 T：①②⑥ 2,360.00
①②233.50 單 T：②④⑥ 785.00
②④102.50 四連環：①②④⑥5,238.00

時間： 0.57.22 ①④ 94.00
冠軍勝亞軍：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馬頸位

冠：⑦尊勝福星 勞愛德 W：30.50 P：15.00
亞：⑥駿 蹄 飛 柏 寶 P：25.00
季：⑤活力名寶 郭立基 P：65.00
殿：⑩旋風魅力 杜利萊
連贏：⑥⑦150.50 位置Q：⑥⑦ 53.50 三重彩：⑦⑥⑤ 3,355.00
退出：④精靈勇駿 ⑤⑦137.50 單 T：⑤⑥⑦ 944.00

⑤⑥243.50 四連環：⑤⑥⑦⑩1,438.00
時間： 1.10.06
冠軍勝亞軍：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冠：①鵬力洋洋 安國倫 W：59.50 P：17.50
亞：⑥大 進 普萊西 P：78.50
季：魅 力 星 蘇狄雄 P：30.50
殿：③卡通飛飛 勞愛德
連贏：①⑥1,385.00 位置Q：①⑥318.00 三重彩：①⑥ 18,545.00

①134.00 單 T：①⑥ 3,719.00
⑥456.00 四連環：①③⑥16,237.00

時間： 1.40.99
冠軍勝亞軍：短馬頭位 亞軍勝季軍： 1/2馬位

冠：⑩鐵 胆 龍 普萊西 W：65.50 P：21.00
亞：⑤先鞭直前 蘇狄雄 P：26.00
季：⑨一 寶 勞愛德 P：13.50
殿：②美 猴 王 杜利萊
連贏：⑤⑩289.00 位置Q：⑤⑩83.00 三重彩：⑩⑤⑨ 1,483.00

⑨⑩41.50 單 T：⑤⑨⑩ 225.00
⑤⑨51.50 四連環：②⑤⑨⑩114.00

時間： 1.09.20
冠軍勝亞軍： 1 1/4馬位 亞軍勝季軍： 1 3/4馬位

冠：④喜蓮標緻 杜利萊 W：114.00 P：30.50
亞：⑤軍事出擊 柏 寶 P：13.50
季：⑧勁 高 手 楊明綸 P：64.50
殿：⑨歐洲駿馬 賴維銘
連贏：④⑤132.50 位置Q：④⑤ 49.50 三重彩：④⑤⑧ 6,832.00

④⑧347.50 單 T：④⑤⑧ 869.00
⑤⑧124.50 四連環：④⑤⑧⑨4,352.00

時間： 1.39.03
冠軍勝亞軍： 3/4馬位 亞軍勝季軍： 1 1/4馬位

快活谷賽馬結果及派彩快活谷賽馬結果及派彩

昨 日 跑 馬
地賽馬總投注額十億

五千四百萬零四百五十一
元。

入場人數：跑馬地馬場，
會員席六六三○人，公眾席八
五九三人，合共一五二二三人。

雙邊投注：沙田馬場，
四八四○人。總入場人數

：二○○六三人。

投注額十億五千萬投注額十億五千萬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星期一A20賽馬責任編輯：薛少科

結果結果

特別彩池派彩表特別彩池派彩表
(第一口)
③喜 萬 家搭⑩好 好 運 905.50
安慰獎
③喜 萬 家搭⑦京城精英 69.00
(第二口)
⑩好 好 運搭⑦叻 先 生 199.50
安慰獎
⑩好 好 運搭咁 都 得 254.50
(第三口)
⑦叻 先 生搭②太 奇 妙 492.50
安慰獎
⑦叻 先 生搭④駿馬精英 48.00
(第四口)
②太 奇 妙搭重 量 級 1,177.00
安慰獎
②太 奇 妙搭錢程萬里 169.00
(第五口)
重 量 級搭⑥幸福滿滿 515.00

安慰獎
重 量 級搭②江山如畫 418.50
(第六口)
⑥幸福滿滿搭⑦尊勝福星 128.50
安慰獎
⑥幸福滿滿搭⑥駿 蹄 飛 68.00
(第七口)
⑦尊勝福星搭①鵬力洋洋 149.00
安慰獎
⑦尊勝福星搭⑥大 進 174.50
(第八口)
①鵬力洋洋搭⑩鐵 胆 龍 500.50
安慰獎
①鵬力洋洋搭⑤先鞭直前 93.00
(第九口)
⑩鐵 胆 龍搭④喜蓮標緻 591.00
安慰獎
⑩鐵 胆 龍搭⑤軍事出擊 26.50

各口孖寶派彩表各口孖寶派彩表
(第一口孖T)
第三場②神奇飛龍⑦叻 先 生咁 都 得
第四場①金添好運②太 奇 妙④駿馬精英
派 彩：2,218,651.00 (1注中)
投注額：2,958,201.00
(第二口孖T)
第六場①搏 得 分②江山如畫⑥幸福滿滿
第七場⑤活力名寶⑥駿 蹄 飛⑦尊勝福星
派 彩：127,024.00 (6.2注中)
第六場②江山如畫④東成西就⑥幸福滿滿
第七場⑤活力名寶⑥駿 蹄 飛⑦尊勝福星
派 彩：71,494.00 (11注中)
投注額：2,113,040.00
(第三口孖T)
第九場⑤先鞭直前⑨一 寶⑩鐵 胆 龍
第十場④喜蓮標緻⑤軍事出擊⑧勁 高 手
派 彩：15,195.00 (164.8注中)
投注額：3,340,664.00
(三T)
第四場①金添好運②太 奇 妙④駿馬精英
第五場⑤財 源 來錢程萬里重 量 級
第六場①搏 得 分②江山如畫⑥幸福滿滿
第六場②江山如畫④東成西就⑥幸福滿滿
正 獎：無人中

第四場①金添好運②太 奇 妙④駿馬精英
第五場⑤財 源 來錢程萬里重 量 級
安慰獎：249,800.00 (2.4注中)
投注額：5,921,186.00
(三寶)
第八場 ①鵬力洋洋
第九場 ⑩鐵 胆 龍
第十場 ④喜蓮標緻
正 獎：4,300.00 (595.6注中)
安慰獎：①⑩⑤261.00 (1734.7注中)
投注額：4,019,134.00
(六環彩)
第五場 重 量 級錢程萬里
第六場 ⑥幸福滿滿②江山如畫
第七場 ⑦尊勝福星⑥駿 蹄 飛
第八場 ①鵬力洋洋⑥大 進
第九場 ⑩鐵 胆 龍⑤先鞭直前
第十場 ④喜蓮標緻⑤軍事出擊
正 獎：11,741.00 (352.9注中)
六寶獎：992,340.00 (9.3注中)
投注額：11,049,882.00
(騎師王)
⑨普萊西 最後賠率：2.75倍

跑馬地馬場昨午舉行十場賽事，見習騎師蘇
狄雄於第三場策騎由何良訓練的 「叻先生」勝出
個人在港第七十場頭馬，宣告畢業，成為大師傅
。至於同日上演的兩項杯賽， 「鵬力洋洋」於第
八場贏得北京會所周年杯；第九場的香港交易所
挑戰杯就由 「鐵胆龍」捧走。騎師王由大演 「帽
子戲法」的普萊西以四十二分榮膺。

以下是馬會發表的各場賽事部分競賽報告：

馬偉昌被小組譴責
第一場 第四班 一〇〇〇米
過了六百米處後首次轉彎時， 「龍東至尊」

及 「勝利大將」均將頭轉側並向外斜跑。跑過五
百五十米處時， 「一言既出」及 「金鑽龍華」均
在 「勝在分秒」（馬偉昌）內側緊迫競跑。小組
譴責馬偉昌，並告誡他日後須給予內側馬匹足夠
的競賽空間。 「一言既出」自二○一一年十二月
後首次出賽，被查有關該駒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鄭雨滇說，在閘前重新裝上蹄鐵後，坐騎出閘迅
速，他一路催策坐騎以圖按指示佔取前列位置。
他說，在早段消耗 「一言既出」一些氣力後，他
選擇在過了七百米處後讓 「喜萬家」過頭，而非
持續催策坐騎以保持位置。他說，他認為此舉將
給予坐騎最佳機會在末段以勁勢衝刺。他說，接
近五百米處在窄位競跑後， 「一言既出」在四百
米處前已需受催策以保持位置。他又說，在直路
上 「一言既出」內閃，儘管他一路催策坐騎，但
坐騎仍轉弱。

第二場 第五班 一六五〇米
被查詢有關 「超力駒」令人失望的表現時，

黎海榮說，是賽之前他曾策騎該駒進行操練，他
認為該駒的操練表現良好。他說，是賽在早段及
中段佔取了好位後，他於八百米處將 「超力駒」
向外移出，以圖推進至 「大唐勇將」後面，此時
「大唐勇將」亦在推進。他說，接近五百米處時
「大唐勇將」開始墮退， 「超力駒」靠近該駒後

蹄處於窘境，趨近四百米處時始能移至該駒後蹄
外側。他說，此時 「超力駒」失去步韻，其後對
其催策毫無反應。練馬師何良說，他認為 「超力
駒」是賽的表現可歸咎於 「大唐勇將」未能帶牠
上前。他說， 「超力駒」喜歡在賽事中能夠逐漸
加速，該駒於過了五百米處後靠近 「大唐勇將」
後蹄處於窘境，其後未能以勁勢衝刺。

第三場 第四班 一二〇〇米
趨近八百米處時， 「咁都得」收慢避開 「四

貝勒」（普萊西）後蹄，當時 「四貝勒」在尚未
充分帶離時向內移入。小組告誡普萊西，日後轉
移跑線時須確保已充分帶離。被查詢時，杜利萊
說，入直路時他將 「神奇飛龍」自領放馬之後向

外移出以展開衝刺。他說， 「神奇飛龍」對其催
策反應良佳，他認為坐騎將穩奪亞軍。然而，接
近一百米處時， 「神奇飛龍」的馬鞍向後滑移，
導致坐騎動作十分笨拙，開始試圖作老虎跳。他
說，因此，在末段他未能如常地力策坐騎。他又
說，賽後收停時， 「神奇飛龍」的馬鞍顯著向後
滑移。賽後獸醫檢查 「神奇飛龍」，並無發現任
何明顯異常之處。賽後獸醫檢查 「事事順意」，
除了發現該駒左前蹄系部內側有一個細小的傷口
外，並無任何明顯異常之處。

沈集成賽後投訴柏寶
第四場 第四班（特別參賽條件） 一六五

〇米
「喜欣賞」的練馬師沈集成向小組投訴該駒

騎師柏寶於賽後的行為，小組因而召見柏寶。柏
寶說， 「喜欣賞」是賽全程走勢欠順，直路上在
催策下動作轉差。柏寶承認，他未有就 「喜欣賞
」是賽的走勢對沈集成作出足夠的回應，並就其
在此方面未有履行應盡的責任表達悔意。小組告
誡柏寶，他時刻均需以專業態度行事。

拼勁氣管內很多血
第五場 第四班 一六五〇米
「好好機會」沿途在外疊競跑，沒有遮擋，

直路彎前開始墮退。賽後獸醫應練馬師沈集成的
要求，替 「拼勁」進行內窺鏡檢查，檢查顯示該
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第六場 第三班 一〇〇〇米
被查詢時，杜利萊說，他獲指示自大外檔出

閘後將 「勁闖駒」留後競跑，因為賽前預計是賽
步速會快， 「勁闖駒」倘若居前列競跑，或會走
外疊。他說，因此，他在起步後不久將 「勁闖駒
」在馬群後面移向內欄，但早自九百米處起他已
需開始一路催策 「勁闖駒」以令坐騎保持位置。
他說，由於 「勁闖駒」正在墮退，他在八百米處
前猛烈催策坐騎，令其保持在頭馬 「幸福滿滿」
後面。他說，由於 「勁闖駒」走勢欠佳，在轉直
路彎時他將坐騎移至最外疊，以察看坐騎能否以
勁勢衝刺，但 「勁闖駒」對其催策毫無反應，未
能追前。他又說，賽後他向馬主及練馬師建議，
可考慮日後安排 「勁闖駒」在沙田出賽，亦可考
慮在該駒的配備中加佩眼罩，以助其改善陣上的
走勢。

第七場 第三班 一二〇〇米
「精靈勇駿」於賽日早上被小組按照獸醫意

見（右前足腫脹）着令退出。被查詢有關 「欖球
先鋒」令人失望的表現時，安國倫說，坐騎在領
放馬之後走勢暢順。他說，過了七百米處後，他
希望能夠居於更為接近領放馬 「尊勝福星」的位
置。然而，由於他居於 「延續美麗」後面、 「爪
皇盛水」內側，他因而未能在此時推進。他說，
雖然他在直路早段將 「欖球先鋒」向外移出以展
開衝刺，但坐騎瞬即需受催策，在直路上對其催
策沒有反應，走勢令人失望。他又說，他曾策騎
該駒進行是賽前最後一課快操，他認為坐騎在該
課操練表現良好。賽後獸醫檢查 「欖球先鋒」，
內窺鏡檢查顯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

勞愛德被罰款二千
第八場 北京會所周年杯 第三班 一六五

〇米
勞愛德（ 「卡通飛飛」）起初過磅時沒有攜

帶馬肚帶及 「三星」帶，被罰款二千元。被查詢
有關 「傲男」於跑過五百米處時的騎法時，楊明
綸說，此時坐騎在靠近 「卡通飛飛」後蹄處於窘
境時一度向外斜跑。他說，考慮到 「傲男」在早
段及中段搶口，他不願在此時將坐騎移至 「卡通
飛飛」外側，而希望讓坐騎持續維持有遮擋，以

令牠在末段能以勁勢衝刺。他說，因此，他將
「傲男」向內移回，以繼續在 「卡通飛飛」後面

競跑。他說，此時 「鵬力洋洋」在其外側迅速推
進。他說，當他注意到 「鵬力洋洋」在 「傲男」
外側推進時，他嘗試移至 「卡通飛飛」外側，但
「鵬力洋洋」維持走勢，他未能自 「卡通飛飛」

後面向外移出。他又說，當他嘗試向外移出時，
「鵬力洋洋」與 「傲男」互相碰撞。他說，其後
「傲男」在轉直路彎時受困而未能望空。在觀看

過賽事影片後，楊明綸承認他沒有將 「傲男」移
至 「卡通飛飛」外側而讓頭馬 「鵬力洋洋」在此
時有機會在他外側推進是錯誤的做法。小組告誡
楊明綸，小組認為他欠缺騎師在這情況下應有的
判斷力。小組進一步告誡他，須確保其騎法能給
予坐騎有充分機會望空。

薛寶力被罰停賽兩日
第九場 香港交易所挑戰杯 第一班 一二

〇〇米
薛寶力（ 「讚賞」）被裁定一項不小心策騎

〔賽事規例第一○○（一）條〕，事緣跑過八百
米處時，他容許坐騎在尚未帶離 「佳同」時向內
斜跑，導致該駒勒避及失去應有的跑線。小組判
罰薛寶力停賽（兩個香港賽馬日）直至五月十日
星期四才可再次出賽。此項停賽罰則押後至五月
二日星期三跑馬地賽事後執行。 「佳同」難以望
空直至趨近一百米處。賽後獸醫應練馬師鄭俊偉
的要求替 「陽明好好」進行內窺鏡檢查，檢查顯
示該駒的氣管內有很多血。同樣在賽後，獸醫報
告 「鐵胆龍」失去左前蹄的蹄鐵， 「一寶」右後
腳跗部有一處割傷。

第十場 第一班 一六五〇米
被查詢時，見習騎師吳嘉晉說，他獲指示自

大外檔出閘後讓 「牛精大師」在早段逐漸向內移
入，並盡可能取得領先。他說，他獲解釋， 「牛
精大師」喜歡主宰步速，因此，他應讓坐騎取得
領先，而不是讓他駒在坐騎外側推進。他說，根
據指示，在首次跑向終點時他將 「牛精大師」向
內移入，過了千二米處後能夠沿欄領放。他說，
當他取得領先後，他嘗試減慢 「牛精大師」的步
速，但 「幸福紅椒」推進至 「牛精大師」外側。
他說，因此，他按照指示讓 「牛精大師」保持在
該駒內側，但此舉導致賽事中段的步速較他所願
為快。他說，鑑於賽事的步速， 「牛精大師」在
直路上未能以勁勢衝刺，其後轉弱。小組告誡見
習騎師吳嘉晉，他的解釋會被載入報告。然而，
他應盡可能注意賽事的步速，以確保坐騎能夠在
末段以勁勢衝刺。被查詢有關 「幸福紅椒」的騎
法時，王志偉說，由於 「幸福紅椒」負輕磅上陣
，他獲指示讓坐騎佔取前列位置。他說，他進一
步獲指示，如有可能就領放，但若有他駒帶頭，
則應居於該駒外側。他說， 「幸福紅椒」出閘緩
慢，他一路催策坐騎以追回失地。他說，跑過千
二米處時，他能夠繞過 「君河」上前，居於 「牛
精大師」外側。他說，此時他試圖減慢 「幸福紅
椒」的步速，但坐騎搶口，他因而未能減慢坐騎
的步速至他所希望的程度。他說，過了八百米處
後他望向內側，以察看能否佔取 「牛精大師」後
面的位置，因他注意到賽事步速快。他說，但此
時 「幸福紅椒」此時跑來過於搶口，他未能將坐
騎移至 「牛精大師」後面。他又說，五百米處
「幸福紅椒」受催策，直路上墮退。小組就王志

偉策騎 「幸福紅椒」的方法嚴厲譴責他，並告誡
他，他未有嘗試充分約束坐騎以阻止牠以快步速
競跑已引起小組關注。小組告誡他，必須確保以
令人無可置疑的方式策騎，並確保坐騎在末段能
夠以勁勢衝刺。小組進一步告誡王志偉，小組上
季已數次就其騎法警告他，他必須確保運用足夠
的判斷力策騎坐騎。

▲蘇狄雄昨天勝出 「叻先生」 ，取得個人在港第七十場頭馬，
宣告畢業

▲蘇狄雄（左四）及其家人與馬會賽馬事務執行總監利達賢（中）、賽馬培訓發
展委員會經理暨見習騎師學校校長陳念慈（左一），以及師傅、練馬師何良（左
三），於畢業禮上合照

▲普萊西大演 「帽子戲法」 ，成為騎師王


